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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针刺治疗对老年卒中后抑郁患者血浆瘦素
及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 的影响
郭瑞友 赵丽霞 苏丽 王莉

王彩霞 郭联

【摘要】 目的 探讨针刺治疗对老年卒中后抑郁患者血浆瘦素（leptin）及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
（IGF-1）的影响。方法 以老年缺血性卒中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筛选卒
中后抑郁患者 94 例，按病例尾号将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全部患者均接受西医常规治疗和二级预防。对照
组 48 例在此基础上口服舍曲林治疗，针刺组 46 例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采用灵龟八法选穴治疗，两组均
治疗 6 周。分别于治疗前后，检测患者血浆 leptin 和 IGF-1 浓度，并进行 HAMD 量表评估疗效。结果 ①
治疗后针刺组血浆 leptin 与 IGF-1 浓度[分别为（17.06±12.38）ng/ml、
（52.61±24.74）ng/ml]较对照组[分
别为（32.27±15.09）ng/ml、
（77.15±20.83）ng/ml]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②治疗后
HAMD 评分，针刺组与对照组 [分别为(8.06±3.32)分、(13.67±8.05)分]及 6 个月随访时 HAMD 评分[分
别为(6.52±2.08)分、(10.26±6.16)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针刺治疗可降低
卒中后抑郁患者血浆 leptin、IGF-1 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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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acupuncture on the serum leptin and IGF-1 in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PSD). Methods By using Hamilton rating scale for depression(HAMD),
94 patients with PSD were recrui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2 groups: acupuncture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ll patients were given routine clinical treatments and second level medical prevention. Patients in the
acupuncture group received Linggui Ba fa acupuncture treatment and oral administration of Sertraline and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oral administration of Sertraline only. Serum levels of letpin and
insulin growth factor(IGF-1) were measured by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s in all patients. Results The levels of leptin and IGF-1 in patients of acupunctur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17.06±12.38)ng/ml vs (32.27±15.09)ng/ml,
P＜0.01; (52.61±24.74)ng/ml vs (77.15±20.83)ng/ml, P＜0.01 respectively]. The scores of HAMD in
acupunctur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after the treatment[(8.06±3.32)、
(13.67±8.05)] and 6 month later[(6.52±2.08)、(10.26±6.16)]. Conclusion The serum levels of leptin and
IGF-1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and depression symptoms were improved after acupuncture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post-strok depressin.
【Key words】 Post-stroke depression；Acupuncture；Leptin；IGF-1

卒中后抑郁（post-stroke depression，PSD）为

卒中后常见合并症，有效干预 PSD 对卒中患者预
后及生活质量有积极影响。但抗抑郁药物及心理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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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需要探寻

瘦素（leptin）、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可
能与 PSD 的发生有关

［2 ］

。本文采用针刺疗法配合

舍曲林治疗老年 PSD，取得满意疗效，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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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后，选用 0.25～40 mm 不锈钢毫针针刺，行提

资料与方法

1
1.1

一般资料：研究对象为 2008 年 1 月至 2010

插捻转平补平泻手法，得气为度，留针 30 min，

年 6 月青岛海慈医院神经内科和青岛市中医医院

10～15 min 行针 1 次，5 次/周，10 次为 1 个疗程，

针灸科收治的老年缺血性脑卒中后抑郁患者，均

共治疗 3 个疗程。

符合脑血管病诊断标准，见文献［3］。共入选 PSD

1.4

患者 94 例。按病例尾号将患者随机分为针刺组和

芝 64 排螺旋 CT 进行扫描并计算梗死体积：病灶

对照组，两组在年龄、性别、梗死部位、病灶体

体积＝0.5×a×b×c(a、b 为最大直径、c 为 10 mm

积、抑郁程度和神经功能缺损程度方面比较，差

厚病灶层面数)。② HAMD 及卒中量表（NIHSS）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见表 1。

评分：于发病第 3 周、干预结束后即刻以及结束

1.2

后 6 个月分别进行 HAMD

病例纳入及排除标准：(1)纳入标准：①年

临床观察指标：①影像学评估：采用日本东

［4］

、NIHSS

［5］

评分：

龄≥60 岁；②新发缺血性脑卒中患者；③能正确

HAMD 主要评估患者抑郁状态及抑郁程度，总

表达自己的意志；④能理解并配合医生调查；⑤

分≥8 分为抑郁诊断标准，分值越高病情越重；

发病前无抑郁症状，卒中后第 3 周汉密尔顿抑郁

NIHSS 主要评估卒中患者神经功能缺损程度，由

量表（HAMD）评分≥8 分；⑥全部患者或家属对

语言、认知、视野缺损、运动、感觉和反射等 15

治疗方案知情同意。(2)排除标准：①病情严重或

个项目组成，最高 45 分、最低 0 分，分值越高神

伴意识障碍者；②完全性失语或感觉性失语、失

经功能缺损越重。③ Leptin、IGF-1 检测：于发病

用者；③严重认知功能障碍者；④有阳性精神障

第 3 周以及治疗结束后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 5 ml，

碍个人或家族史者；⑤感染性疾病、或心肝肾功

放入含 EDTA 试管中，离心分离后储存在－80℃

能不全者，或不能配合治疗者。

液氮中备用。Leptin、IGF-1 血浆浓度检测采用酶

1.3

联免疫吸附法（试剂购于大连维晟科技开发有限

治疗方法：两组患者均依据病情，急性期给

予西医常规治疗；有康复指征者给予早期康复医

公司），使用专用试剂盒进行检测。

疗，并进二级预防。对照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口

1.5

服舍曲林 50 mg（美国辉瑞公司生产，批号：

件包处理。计量资料采用均数士标准差( x

85872012），1 次/d，共治疗 6 周。针刺组在对照

表示，并进行正态性检验，不服从正态分布的经

组治疗基础上配合针刺干预。依据灵龟八法开穴

对数转换为正态分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表与对应时间取穴，分为主穴与配穴，治疗时两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统计学方法：全部数据均采用 SPSS 10.0 软

±s)

穴同用，为一组。分别为：公孙—内关，足临泣
—外关，后溪—申脉，列缺—照海，及“坎 1 联

2

申脉，照海坤 2、5，震 3 属外关，巽 4 临泣数，

2.1

乾 6 是公孙，兑 7 后溪府，艮 8 属内关，离 9 列

组患者 HAMD 评分皆下降（P＜0.01），且针刺组

缺主”。操作：患者取端坐或仰卧位，局部常规消

治疗后、随访 6 个月的疗效均优于对照组（t 值分

表1
组别

例数

性别(例)
男性/女性

结果
HAMD 评分比较：治疗后及随访 6 个月，两

两组 PSD 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x ± s )

年龄(岁)

梗死部位(例)
左侧/右侧

梗死体积(mm3)

NIHSS(分)

HAMD(分)

针刺组

46

26/20

72.60±9.40

25/21

8.20±10.30

13.64±5.64

21.24±6.05

对照组

48

29/19

71.80±10.10

26/22

8.40±11.60

12.37±4.90

22.86±8.23

χ2＝1.331

t＝0.761

χ2＝0.035

t＝0.642

t＝0.773

χ2＝0.560

0.250

0.450

0.850

0.660

0.480

0.680

统计数值
P值

注：HAMD 为汉密尔顿抑郁量表；NIHSS 为卒中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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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2.372、2.204，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外周血中 leptin、IGF-1 水平增高，且与抑郁程度

NIHSS 评分均有所改善，见表 2。

成正比

表2

［2，6-7］

两组 PSD 患者治疗前后 HAMD 评分
变化比较(分， x ± s )

组别

例数

HAMD

NIHSS

治疗前(1)

21.24±6.05

治疗后(2)

8.06±3.32a

7.25±3.10

b

13.64±6.64

奇经相通的八穴，按照日时干支推演，按时取穴

2.725

(3)与(1)比较

2.935

2.950

的针刺方法。根据不同的时间选择不同的穴位，

＜0.050

＜0.050

22.86±8.23

12.37±4.90

治疗后(2)

13.67±8.05

7.47±3.40

随访 6 个月(3)

10.26±6.16

3.61±0.75

(2)与(1)比较

2.670

2.684

(3)与(1)比较

2.695

2.861

＜0.050

＜0.050

P值

以调整奇经八脉及十二正经脉的气血，进而调
整脏腑功能，以恢复心藏神、肝疏泄、脾健运，

48

治疗前(1)

注：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aP＜0.05；与对照组随访 6 个月比较，
P＜0.05

2.2

八卦学说，结合人体奇经八脉气血的会合，取与

3.02±0.86

对照组

b

常，痰湿内盛，复因忧思恼怒或外邪侵袭等所致。

2.805

6.52±2.08

P值

t值

畴，其发生多由患者脏腑阴阳失调，气血运行失

(2)与(1)比较

随访 6 个月(3)
t值

祖国医学认为卒中后抑郁属中医“郁证”范

灵龟八法又名“奇经纳甲法”，是运用古代九宫

46

针刺组

。

气血调和，心神得宁，患者情志逐渐开朗，诸
症缓解。
本研究发现在常规脑卒中治疗的基础上，采
用舍曲林与针刺配合治疗后，卒中后抑郁患者血
浆 Leptin、IGF-1 浓度降低，且与抑郁症状改善程
度相平行，表明针刺治疗的部分机制可能是通过

血浆 leptin、IGF-1 浓度变化比较：治疗后，

两组 PSD 患者血浆 leptin、IGF-1 水平与同组治疗
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1）。且

调节 Leptin、IGF-1 浓度而发挥作用，但是否通过
调整 HPA 功能进而影响 Leptin、IGF-1 水平而起
作用，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两组治疗后比较针刺组疗效优于对照组（t 值分别
为 2.790、2.680，P 均＜0.01），见表 3。
两组 PSD 患者治疗前后血浆 leptin 和 IGF-1
浓度变化比较(ng/ml， x ± s )

表3

组别
针刺组

例数

lep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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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6±34.02

治疗后

17.06±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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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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